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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之声动员之声

筑牢基石筑牢基石
要素一：权威高效的

军地联合指挥部

信阳地区发生汛情后，河南省防汛
应急响应等级由Ⅳ级提升至Ⅲ级，河南
省据此成立抗洪抢险军地联合指挥
部。指挥部指挥长由省政府一名副省
长担任，常务副指挥长由省军区一名副
职领导和信阳市长担任，省应急、水利
等部门领导以及省军区战备建设局、武
警河南总队、省消防救援总队等领导担
任副指挥长。联合指挥部根据防汛形
势变化，统筹协调各方力量，加强会商
研判，科学调配力量，及时补充物资，构
建起军地之间、部门之间通力协作的防
汛救灾工作格局。

在超汛限水位的大型水库和淮河
水位超警段，联合指挥部预置 1300名
基干民兵，昼巡夜查、加固排险，做好防
大汛、救大灾的准备。河南省军区牵头
成立“河南地区部队参加抗洪抢险指挥
部”，并派出前方指挥所，会同省应急管
理厅现地勘察险工险段，发现险情后，
依案请示中部战区，出动驻军和武警部
队支援抗洪抢险行动。

启示：无论应急动员，还是应战动
员，都具有时效要求高、涉及领域广、参
与力量多的特点。在战区主战格局下，
按照战区部署要求，依托省军区、军分
区等属地军事机关，建立地方党委、政
府集中领导的军地联合指挥机构，对动
员行动实施统一指挥，是确保动员精准
决策、快速推进和高效落实的关键。

从应战视角看，建立权威高效的军
地联合指挥机构，是打通战区主战指挥
链路的必然要求，可在战区统筹和统一
部署下，为实现“作战”与“动员”两大体
系之间的耦合发挥桥梁和枢纽作用。从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到应对洪水等自然灾

害，各级各地在军地联合指挥机构设置、
运行等方面积累了许多经验做法，对此，
应加以系统梳理总结，及早建立军地衔
接、上下贯通的国防动员指挥协调机制。

要素二：精准征用民
用资源

为尽快堵住管涌，联合指挥部紧急
征调2艘大型采砂船；在征得群众同意
的前提下，指挥部决定拆除被管涌损毁
的民房，运用建筑垃圾加固大堤。此
外，指挥部调用了2台挖掘机、2台推土
机、10部强照明灯等设备，调运了石
块、铅丝笼、沙子、土工布、编织袋等物
资，累计装填沙石 5万余立方米，大大
加快了抢险救灾进度。

近年来，河南省依据相关法规，制
定了《河南省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
印发了《河南省关于加强救灾物资调拨
使用的通知》，明确规定按照“先征再
补、边征边补”的原则，由当地政府负责
对征集物资进行补偿，当地政府财政有
困难的向省、市两级进行申请，确保补
偿到位，确保抢险救灾工作顺利展开。

启示：民用资源征用，是动员过程
中经常发生的活动，对提高动员时效、应
对危机险情具有“及时雨”的作用。从法
律关系上讲，民用资源征用主体是政府，
被征集主体是组织和个人，二者之间是
执法和服从的关系；从利益关系上讲，民
用资源征用是因维护公共安全而对某
些组织和个人的物资进行强制性征用，
产生的安全效益由社会公众共享。

这就要求在筹划和组织民用资源
征用时首先要做到精准决策，尽可能做
到须征方征、征尽其用，避免不必要征
用和过度征用，最大限度减少征用对组
织和个人权益的影响，降低动员的社会
成本。第二要依法实施，在征用权限、

范围、规模、执行机构等各方面做到有
法可依，既防止用行政命令代替法律法
规及相关部门各自为政，又对无视法
律、无理拒征的组织和个人依法追究责
任，维护动员秩序、法律权威，保证应急
之需有效落实。第三要及时补偿和奖
励，对积极执行征用命令、快速落实征
用任务的组织和个人及时补偿，对为维
护公共安全作出重大贡献的行为及时
表彰奖励，以激励更多的组织和个人参
与动员、支持动员。

要素三：专业的智囊
团队

按照“以抗洪抢险专家为骨干、任
务部队和武警官兵为主体、基干民兵为
补充”的力量编成模式，河南省抗洪抢险
军地联合指挥部先后动员河南水利勘
测公司、沙颍河流管理局以及水利工程
一、二局等单位的近百位水利、水文测报
专家到达现场会商汛情、提出处置意见
和建议，为抢险救援提供专业支撑。

根据专家的意见建议，军地双方成
功处置潘庄大堤洞穿、蓼城突发管涌、
蒋集堤坝滑坡等险情，封堵管涌 146
处、加固堤坝5400多米，初步探索形成

“专家+指挥员”的科学决策机制。
启示：实践证明，应对灾害险情，仅

凭“人海”战术往往难以奏效，有时还会
贻误战机甚至造成不必要的牺牲。知
识就是力量，智力就是效率。为此，应
建立应对各种突发事件、自然灾害的专
业智囊团队，完善相应制度，使专业智
囊团队在组建、训练、储备、使用及责权
利等方面有章可循。

平时，可将专业智囊团队分领域、
按专业储备起来，参与相关领域、行业
系统应急预案制定和论证，同时注重跨
领域联合、多专业编组，参加国防动员

综合演练，形成智力倍增效益。一旦有
事，迅速召集，根据需要编配到各级指
挥机构或任务部队，参与决策、辅助指
挥，为应急应战动员提供智力支持。

要素四：广泛的拥军
支前行动

这次信阳市汛情之所以能够在较
短时间内得以控制，与当地广大干部群
众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固堤需要棉
被堵塞漏洞，村民自发送来；乡亲们腾
出自家院子，让子弟兵歇脚休息；群众
做好热饭热菜，送到抢险现场……

近年来，河南省先后出台《关于建
立河南省拥军支前军地协调机制的实
施意见》《河南省双拥模范城（县）创建
命名管理办法》等拥军优属文件23个，
各地制定配套文件220多个，形成了上
下衔接、综合配套的双拥政策体系，以
及成员单位专题协商、联络员会商、军
地合署办公等工作机制，全省拥军支前
工作迈入制度化、常态化轨道。

启示：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
无论是应对自然灾害还是战争，军队就
像一支利箭，随时待发；拥军支前就像
一张弓，汇聚力量。只有军打民助、军
缺民补，胜利才有充分的保障。

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蕴藏在
人民群众中的拥军支前力量空前强
大。同时，随着人们自主意识、法治意
识、利益观念的增强，拥军支前行动的
组织实施也面临诸多新情况新问题，必
须在筹划决策、宣传动员、执行落实等
各个环节更加注重讲法治、讲政策、讲
方法，更加注重发挥党的群众路线的引
领作用，发挥广大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
干部的示范带动作用，发挥各种制度和
机制的保障作用，发挥双拥共建、扶贫
帮困等经常性工作的基础作用。

从一次抢险看动员要素构成
■薛志亮 沈 凡 本报记者 戴丹华

编者按 在由平时状态向战时状态、应急状态转化的过程中，国防动员包含哪些要素、这
些要素由什么构成，一直是人们努力求解的一个问题。前不久，河南省信阳市固始县抗洪抢险
的一段经历（详情见本报7月28日一版稿件《伏“虎”记》），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份“冒着热气”
的答案。今日本版以这次抢险实践为案例，邀请陆军指挥学院教授薛志亮对国防动员要素进
行分析，以期为国防动员工作者提供些许借鉴。

8月上旬，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湖南省凤凰县凤凰古城依旧以其独特
的魅力，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
很少有人想到，前一段时间古城能够安
然度汛、旅游经济快速恢复，人防部门
也助了一臂之力。

6月 29日，凤凰古城遭遇暴雨袭
击，城区发生内涝，沱江两岸的部分景
观道路被洪水淹没、冲毁。凤凰县人防
办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出动人防专业队
投入排涝抢险行动。

人防工程因位于地下容易遭受水
淹，一旦被洪水淹没，不仅地下商业街区
将蒙受巨大损失，人防工程的战备效能
也将受到影响。人防专业队运用早已
备好的沙袋，在各个工程出口处快速垒
起一道防汛墙，将洪水挡在工程大门之
外。在建人防工程也受到洪水威胁，他
们调用挖掘机，在工程地面紧急开掘排
洪通道，保障了工程安全。

在此基础上，他们发扬连续作战的
精神，配合有关部门及时完成街区清
洗、护栏维修、井盖复原、环境整治等工
作。截至目前，凤凰县人防系统干部职

工及专业队伍参与排险救灾和恢复重
建工作3000余人次，动用各种车辆400
多台次，更换绿植2万余盆。

“平时认真准备，急时方能从容应
对。”该县人防办负责人介绍说，这次抗
洪抢险中人防队伍之所以反应迅速、作
用明显，与前不久开展的一次综合应急
演练密不可分。

6月 12日，凤凰县人防办联合公
安、消防、卫健等多个部门，依托地下人
防商业街，组织300余人开展了抗洪抢
险、消防救援、反恐维稳、指挥通信等课
目的演练。此次演练不仅提高了人防
专业队遂行应急任务的能力，而且增强
了相关部门互相配合、联合处突的意
识，为成功参与这次防汛行动做好了思
想、人员、器材等方面的准备。

“作为国防动员委员会的常设办事
机构，人防部门担负着战时防空、平时服
务、应急支援的职责使命。”该办负责人
告诉笔者，他们将以此次参与抢险为契
机，完善应急预案，动员干部职工和人防
专业队在用兵中练兵强兵，确保遇有情
况能够拉得出、用得上。

湖南省凤凰县人防办

常备不懈护古城
■本报特约通讯员 戴伶俐

“想不到坑道的作用蛮大的！”7月
29日，“共和国勋章”获得者、战斗英雄
李延年讲述的一段故事，让广西人防边
海防办的同志颇感兴奋：在抗美援朝战
争中，我军凭借坑道抵挡住了敌人的狂
轰滥炸，并最终赢得胜利。

“人防部门就是修建现代坑道的。”
该办人防工程建设管理处处长何传忠
告诉笔者，人防工程平时服务生活、战
时保护生命，作为工程建设管理人员，
他们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

结合庆祝八一建军节，广西人防边
海防办开展“崇尚英雄、争当先锋”主题
党日活动。活动的主要内容是聆听、学
习李延年的英雄事迹。

李延年，1928年11月出生，1945年
10月入伍，先后参加解放战争和湘西
剿匪、抗美援朝、边境作战，荣立特等功
1次，被志愿军总部授予“一级英雄”称
号。2019年9月，习主席亲自为他颁授

“共和国勋章”。
作为准军事机关，广西人防边海防

办军队转业干部占到60%以上，大家怀
着崇敬的心情，仔细聆听李延年的讲
述。“辽沈战役中，李延年和战友们连夜
急行军100多里，双腿跑赢了敌人的汽
车，最终赢得黑山阻击战的胜利……”
该办指挥通信处处长丁佐荣说，通过李
老上课时严整的军容、挺直的腰板、洪
亮的声音，他可以想象出老英雄当年每
战争先、冲锋陷阵的战斗风采。

“人防工程是为战时服务的，人防
部门的通信装备是按照战时标准配备
的，边海防与国防密不可分，我们履职
尽责离不开战斗精神的支撑。”该办主
任蔡中平介绍，他们邀请老英雄前来讲
述战斗故事，目的就是引导大家强化战
斗队意识、进入战斗员角色。

战斗风采是在血与火的考验中锤
炼中出来的。大家对李延年在抗美援
朝中的一段经历印象深刻：在强攻
346.6高地的战斗中，李延年所在连203
人只剩下 48人。他忍住悲痛，沉着指
挥，先后 5次整顿队伍，带领大家顽强
奋战，最终取得胜利。

“老英雄、老战士当年是钢少气多，
现在我们的钢多了，气是不是充盈了
呢？”结合李延年的这次战斗经历，蔡中
平抛出一个话题，让不少同志陷入沉思。

各类训练搞了不少，但“打不起来、
用不上我”的观点仍有市场；野外拉练
中，乘车多、徒步少；每年都开展准军事
化训练，但对一些难点课目仍然钻不
深、研不透……一些同志将问题摆上桌
面，紧迫感也油然而生。

“做好新时代边海防工作，必须传
承老英雄身上的战斗精神，增强本领，
不断提升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强边

固防的能力。”该办综合管控处处长赵
泽锋如是说。

“我办还承担着自治区交通战备建
设的任务。”该办交通战备处处长罗思恩
说，从李延年的讲述中他们深切感受到，
未来战争中只有具备钢铁意志，才能建
成打不烂、炸不垮的“钢铁运输线”。

“与老英雄生活在同一座城市，战
斗精神的传承不能中断。”在热烈的讨
论中，该办培育战斗精神、加强练兵备
战的思路逐渐清晰起来——

从难从严设置演训内容，充分发挥
军事机关把方向、定标准、抓评估的作
用，把人民防空行动纳入战区联合防空
计划；定期开展比武竞赛活动，把“藏龙
卧虎”变成“生龙活虎”；让训练尖子香
起来，把专心谋战的人用起来，树立练
兵备战的鲜明导向……

上图：李延年为广西人防边海防办
人员讲述战斗故事。 丁佐荣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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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防动员潜力统计调查处于
集中审核阶段，审核中我们不难发现，凡
是当地政府抓得紧的单位，其数据准确
率就高，反之，纰漏就比较多，数据质量
没有保证。地方政府不仅应在动员潜力
调查中唱主角，而且在国防动员全面建
设中也应发挥主导作用，努力形成党委
主管、政府主导的生动局面。

国防动员法规明确了政府的主体作
用。国防动员法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依据法律规定的权限管理本行政
区域的国防动员工作。”“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应当将国防动员的相关内容纳入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我们讲依法决
策、依法行政、依法办事，国防类法规自

然是应依之法。
在国防动员工作格局中，政府担负

的是落实重任。“军队提需求、国动委搞
协调、政府抓落实”是国防动员的工作格
局。在这个格局中，前两项工作的着眼
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政府更好地抓好落
实。国防动员涉及军地双方，关联各行
各业，落实岂能少心力？政府部门只有
强化责任担当，才能不负使命。

国防动员潜力资源蕴藏于民间，
平时受政府管辖，决定了政府必须以

“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义不容辞地
将国防动员潜力转化为战争保障实力，
巩固和发展“军民团结如一人”的政治
优势。

强化政府的责任担当，当务之急是
要把国防动员纳入“十四五”规划。规划
是龙头，推动国防动员建设必须规划先
行。要按照“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与
突发事件应急机制相衔接”的总体思路，
搞好当地国防动员“十四五”规划。应筹
划一批基础设施建设贯彻国防要求、城
市建设兼顾防护功能的重点项目，以此
推动平时与战时、应急与应战、民用与军
用、地上与地下建设一体设计、一并推
进、一同落实，努力实现一种投入、多种
效益。

强化政府的责任担当，应推动形成
规范的国防动员运行机制。建立和完善

“年初有部署、年中有检查、年末有考核”

的工作运行机制，使相关单位将动员工
作摆上位、自觉抓。依据法规政策，将国
防动员工作经费纳入政府财政预算，保
证既有人干事，又有钱办事。探索构建
以政府为主体、国动委机构为骨干、行业
系统为支撑的军地联合动员指挥机构，
理顺指挥关系、规范指挥流程、提升指挥
能力。

强化政府的责任担当，应加强国防
动员物资储备。按照“驻军部队和前方
战场需要什么就储备什么”的思路，培育
一批综合型特别是军民通用型动员保障
基地，努力做到急时应急、战时应战、平
时服务。当前，各地应以建设强大的公
共卫生体系为契机，推进医疗救护体系
的平战结合建设，在抓好常态化疫情防
控的前提下，厚植战时医疗救护和卫生
防疫的基础。
（作者系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区长）

强化国防动员责任
■张建军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
中，联勤保障部队第901医院文
职护士长都模勤因表现突出荣
立三等功。南方汛情发生后，
她主动请缨走上抗洪医疗保障
一线。图为在安徽省铜陵市枞
阳县革命圩，都模勤运用中医
理疗技术为抗洪官兵按压穴
位、缓解疲劳。

郝东红摄

走下抗疫战场
奔赴抗洪一线


